
□曹文生

到了正月十五，年味还没有消失。
十四这天晚上，洛川县城的四个角

落，都搭起了灯棚，每一个灯棚里都摆设
起各种各样的灯，形态各异，栩栩如生。
譬如肥猪拱门啊，猪八戒背媳妇啊，都给
这个猪年，带来了生机，带来了不一样的
视觉盛宴。

洛川县城的灯会，名声在外，乡下的
男男女女，都赶来了。他们来城里，也不
过是来看一看灯笼，猜一猜谜语。你看，
一个孩子，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灯笼上的
谜语，先是沉思，再是喜悦，然后冲台上的
人说：“爷爷，额（我）猜出来了！”之后，领
了红包，去母亲面前炫耀，一个乡下孩子
的童年，都留在灯棚里。

这天夜里，出租车也不通行了。街道
上，人挨人，腿碰腿，把一个辽阔的县城，
硬是塞得满满的。许多孩子，走着走着就
不见了，大人着急忙慌地去找，听见一个
声音传来：“爸，我在这儿呢！”大人悬着的
心，终于放下了，然后一家欢喜，手牵着
手，再也不敢分开了。

十四夜，注定不会太安静。
许多人，转完灯棚，就去吃火锅。一

家人，坐在一起，说着今天红火的日子，说
着有意思的话题，这一顿饭，吃得其乐融
融，然后，他们开始去亲戚家留宿。

第二天，天一亮，洛川县城就热闹起
来。扭秧歌的人，一大早就来了。有踩高
跷的，有拿着扇子摇摆的。这些不过是铺
垫，真正的开胃菜，还没有上演。

“来了，来了。”
越来越多的呼喊声，穿越人群，落在

人的耳朵里，但是，咚咚几声，所有的声音
都不见了，整个喧闹声，都被这咚咚的声
音，盖住了，蹩鼓来了。

在中国，安塞腰鼓、凤阳花鼓、开封盘
鼓和洛川蹩鼓，是我最认可的鼓舞艺术形
式，其中，安塞腰鼓已经被刘成章先生描
写得活灵活现，被天下人所知道，而与它
不远的洛川蹩鼓，却少了这个的待遇，它
默默无闻，暗地里憋了一口气。

你看，一群虎腾腾的后生，来了。
他们腰里缠绕着鼓，再看他们，头包

战巾、背插战旗、腰系战裙、腿扎裹带，这
穿戴，多像舞台上的武生打扮，每一次跳
动，这身后的黄旗，呼呼生风，左右摇摆，
他们或持锣、钹，只听见整个洛川大塬上，

“咣咣咣”“咚咚咚”，一切都沉寂在这种声
音里。

这声音太震撼了，以至于天地间再也
藏不住别的声音了，很多孩子，没见过这
阵势，胆子小一点的，居然吓哭了。我从
没见过，这么有激情的鼓舞。

我旁边是个白胡子老大爷，我问他：
“大爷，这鼓舞为啥叫蹩鼓啊？”大爷一笑
说：“你看，这些后生，是不是在敲鼓的过
程中一直蹦跳不停？”我仔细一看，就是觉
得他们一直蹦跳，“陕西方言称蹦跳为蹩，
此舞以蹦跳为特征，我们才叫它蹩鼓。”听
大爷一指点，豁然开朗。

来看蹩鼓的人越来越多，县城的人流
像潮水一样，蹩鼓往哪个方向走，这人流
就涌向那里，洛川城里，黑压压的都是人。

忽然，人群里打开一条通道，只听见
大鼓隆隆，钹锣齐鸣，你再看，鼓手们东蹦
西跳，左冲右扑，如古代士卒拼搏冲杀，给
人一种古战场重现眼前的感觉。一会儿

“白马分鬃”、一会儿“蝎子拧尾”，运动整
齐划一，并不单调。一路上，这蹩鼓，呈现
出不同的动作，让观众不时地发出雷鸣般
的掌声和尖叫声。

记得刚来洛川时，就对洛川蹩鼓痴
迷，我一直不了解，这鼓舞怎么这么阳刚
和激越，后来，听县作协主席给我说，这蹩
鼓是由秦国的军阵演变而来，它是反映古
代战斗生活的一种民间舞蹈，其后与当地
民间祭祀祈雨活动结合起来，既庄严，又
生动，让洛川蹩鼓成为一种文化遗产。

“咚咚咚”，这蹩鼓队走向县城的另一
个街道，又引来另一阵呐喊声。

正月十五看蹩鼓

□王瑞英

我的家乡在赤峰市的一个小
山村。那里和全国各地农村一样，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依旧贫困
落后，物质极为匮乏。作为七零
后，记忆中的童年，大部分是为数
有限的各类食材。今天给大家介
绍的这一食材虽算不上美食，但提
到家乡吃的东西，你绝对绕不过
它。它是我们关于童年苦涩回忆
里不可或缺的一段儿，它就是今天
要渲染的主角——苣荬菜。

苣荬菜是一种桔梗目菊科植
物，株有乳汁。又名徐徐菜、败酱
草、小蓟、苦苣菜、曲麻菜、曲曲
芽，主要野生于我国西北、华北、东
北等地的荒山坡地、耕地界边（老
家习惯地称为“黄界子”）、路旁等
地，也与禾苗一起杂生于垄亩间。
这种野菜之所以难忘，是因为野生

“婆婆丁”（即蒲公英）和它一起，
每年春夏间依次成为儿时饭桌上
的主菜。小时候看过的电影《苦菜
花》，也是以抗战时期山东地区的
这种植物喻人、喻蓬勃发展的时
势。故每当忆起童年，食道里难免
会流出一丝苦涩。

每当春风拂过刚刚解冻的华
北、东北大地，山中的布谷鸟清脆
地开始唱和。在小雨润如酥、草色
遥看近却无的意境中，田野里、地
头儿旁、垄沟儿垄背儿上，嫩绿中
泛着锈红色的苣荬菜芽儿就会早
早地冒出来，比禾苗还早。一开始
是一两棵，然后是一片片，你不让
我，我不让你，像赶集似的，争相窜
出地面；一开始是一片小叶独秀，
后来是两片小叶成“丫”状，然后是
三四片叶子，遂形成燎原之势。

这时的苣荬菜是最好吃的。
放学后或休息日，四五个小伙伴相
约一起，大丫儿牵着二丫儿，铁蛋
儿领着跟蛋儿，撵不走还跟着的三
丫蛋儿，左胳膊挎着自家父辈用榆
树条子编成的大小不一的圆口儿
筐（筐里有时还有装一两块棒子面
饼子和一个干咸菜疙瘩），右手拿
着废镰刀头安上短木柄做成的剜
菜刀，跟头趔趄，叽叽喳喳，出发去
挖苣荬菜。行进中，谁鼻涕流出来
了就用袖子一抹，弄得两个袖口儿
一片银鳞；谁内急就找片树丛或河
套沟坎儿旮旯处匆忙解决，提上裤

带后小跑追上其他同伴儿。就这
样一路呼朋引伴，顶着日头来到田
地里，边嬉戏边挖菜。

嗅着微风中泥土的气息，听着
山里田间野鸟的啁啾，说着老师同
学间的家长里短，开着谁和谁将来
能“搭伙过日子”的玩笑。一阵哄
笑、一阵对骂中，不忘挥舞剜菜刀
抢占野菜长势最好的地盘。一两
个小时工夫，挖的苣荬菜和少量婆
婆丁就能装满一小筐。有淘气的
孩子甚至于把苣荬菜长长的根也
挖出来一并装筐。此时的孩子们
身上沾满土，手指因沾上苣荬菜乳
汁和土而变得皴黑。从村里隐约
传来谁家母亲唤儿吃饭的呼喊，该
回家了。于是相约回家，又是一顿
跟头趔趄，叽叽喳喳。后来上初中
后，学到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
而归”，大约同于此境。

到家后，用水要洗很长时间，
也不一定能把手指上的皴黑全部
洗掉，仍能闻到菜的苦味儿。把苣
荬菜用水简单清洗一下，端上饭
桌，再从小缸中挖出自家腌制的大
酱，和好，一道农家主打菜——苣
荬菜蘸大酱就完成了。写到这里
记起了母亲的一句嗑儿“井里的蛤
蟆酱里的蛆，菜里的虫子是有的”，
用以形容某些东西不干不净，吃了
没病。

新鲜的苣荬菜清脆微苦，佐以
农家酱香，就着用自产粮做好的金
黄色小米干饭，一顿能吃两三碗。
这就是老家当时大多数村民的主
菜主食，稍有不同的只不过是有些
勤劳点的村民家种些小葱、生菜什
么的，也是下饭的菜谱。而一家人
的主要沟通联系，如孩子能继续上
学否、大哥和谁家姑娘订婚、大姐
要嫁到哪里去、老人的病要到旗里
住院、牲口圈要重新翻修等家庭发
展大计，基本都在这顿苣荬菜家宴
中商定好了。

过些时日，苣荬菜就长大长高
到近一米，并且开出黄色的小花，
漫山遍野一片摇曳的金黄。此时
的苣荬菜味极苦，叶子大且硬。人
们不再食用它，但却可以和其他野
菜一起割回来、剁碎了喂鸡鸭猪
等，也是牛羊好的食材。用苣荬
菜、婆婆丁、灰菜等野菜掺杂点儿
粮食喂出来的鸡鸭下蛋下得多，把
鸡蛋卖到村里的供销社代销店，换
取上学的学费书费及日用品费用，

俗称“鸡屁眼儿银行”；用苣荬菜、
婆婆丁、灰菜等野菜掺杂点儿粮食
喂出来的猪到春节前杀掉，成为一
家人一年的油腥儿。所以，那时能
够持续不断地从家里拿到上学的
费用，能够每天吃上油腥儿长身
体，以苣荬菜为主的野菜居功至
伟！母亲常叨咕：“洗不净的是灰
菜，熬不烂的是生菜，吃不完的是
苣荬菜”。

1989年 8月的一天，也就是我
从高中班主任阿拉坦巴干老爷子
手中取回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第二
天下午，我独自去村子北面山坡地
里薅苣荬菜，用来喂鸡。当时挎的
大榆树条筐还没有装满，就听见母
亲站在村头的声音：“老小子，回来
吃饭了！”这是我关于挖苣荬菜活
计儿的最后一次记忆。

毕业远行至大兴安岭就职，基
本上很难再见苣荬菜。偶尔在工
作的城镇的早市场上见到人工种
植的苣荬菜，买回两次蘸酱就小米
饭，感觉味道大不如以前。2016
年 7月份回赤峰老家，高中同学在
饭店招待时特意上了苣荬菜。食
之，感觉似时光倒转，味如昨，而挖
菜的伙伴有的已不在人世，有的成
了外地赘婿，有的打工未归，不复
见矣。

现在，正应了那句话：“乡下人
刚吃上了肉，而城里人却又吃上了
菜”。由于苣荬菜具有清热解毒、
凉血利湿、消肿排脓、祛瘀止痛、补
虚止咳的功效，其保健功能日益受
到人们的重视；又由于苣荬菜耐盐
碱的特性，北方各地已开始进行人
工种植。过去的土鸡变凤凰，苣荬
菜商品价值一路走高。东北人食
之主要还是蘸酱，西北人食之多做
包子、饺子馅及拌面或加工酸菜，
华北人食之多为凉拌、和面蒸食。

现在想下，自己发质黑、牙齿
健、体魄康，估计和童年的主菜主
食有关；而这一地区人们的身高相
对矮些，是否也和这样“偏食”有
关？

写毕，又一丝苦涩自然涌上喉
头。

家乡苣荬菜

□安宁

某一年，我坐在故乡的庭院
里，倚在暖暖的墙根下，眯眼晒初
春的太阳。父母都已出门。院子
里静悄悄的，偶尔会听到一粒麻雀
的粪便，啪嗒一声，落在干燥的梧
桐树叶上。风穿过树梢，瓦片，矮
墙，香台，缓缓地落在阒然无声的
院子里，并在一株桃树投下的影子
上雀跃，发出轻微的嘶嘶的声响，
犹如一条蛇，在树叶下寂寞穿行。

远远的大道上，传来女人们的
笑声。但我并不关心这些。它们
被晒得暖洋洋的围墙，隔在了外
面。我只关心高大的梧桐树，在深
蓝的天空上划下的稀疏的印痕。
它们是天空的血管，在公鸡的鸣叫
声中，忽然意识到春天的降临，便
将一整个冬天蕴蓄的能量，汩汩流
淌而出。我在静默中坐着，似乎看
到天地间有万千棵树，正伸展着粗
壮的枝干，将血液从遒劲发达的根
系，运送至每一个向着蓝天无限靠
近的末梢。我的嗅觉拨开除夕的
烟尘，闻到春天质朴又盎然的气
息。那气息从小小的庭院出发，从
开始显露绿意的杨树枝梢上出发，
从一只探头又返身的蚂蚁触须上
出发，从麻雀活泼的羽翼上出发，
沿着小巷，飞奔向广袤的田野。那
里，匍匐的麦苗正抖落满身的积
雪，将厚重的墨绿，变成清新的浅
绿。串门回来的老人，轻轻咳嗽
着，折向自家的田地，犹如一个诗
人，深情注视着此时正在苏醒的大
地。他将在这片属于他的大地上，
弯腰度过四季。而此刻，春天，四
季的起始，才刚刚开始。

又一年，我在呼伦贝尔雪原
上。天空飘着细碎的雪花，大地白
茫茫一片，阳光静静地洒在苍茫的
雪原上。人们在自家的庭院里进
进出出地忙碌。赶马车的人，从几
公里外将干草拉回家去。高耸的
草快要将他淹没了，但他依然慢慢
地行走在雪地里，并不会因为零下
二三十摄氏度的寒冷，便用鞭子抽

打马匹，让它更快一些。我站在没
到小腿的雪地里，目送穿着羊皮厚
袄和及膝长靴的男人，赶着马车，
缓缓地经过长长的栅栏，转过某个
人家的红墙，而后消失不见。

如此天寒地冻的雪原上，却从
不缺少肥胖的喜鹊。它们有时落
在某个低头专心吃草的奶牛身上，
一动不动地蹲踞在那里。奶牛们
从不抖动身体，驱赶喜鹊。它们习
惯了夏天与蝴蝶共生，冬天与喜鹊
相伴。因为它们都是这辽阔自然
中的一个部分，又似乎，它们生来
就是相依相偎的爱人。

饭后无事，看看窗外雪飘得小
了一些，阳光依然安静无声地落满
高原。没有刺骨的寒风，是一个好
天气。阿妈便说，走，我们出去逛
逛。

这听起来像是逛街。但事实
上，雪原上没有什么街可逛。一切
道路都被大雪覆盖。夏天里偶尔
会出现的小商小贩，早已不见了踪
影。除了远远的公路上，偶尔会看
到汽车穿梭而过，坐落在草原上的
整个小镇，似乎在漫长无边的睡眠
之中。

但在阿妈的眼中，这将整个小
镇琥珀一样包裹住的天地，却处处
都是让人欣喜的风景。春天距离
这片大地，似乎还遥遥无期。但每
年长达半年之久的冬天，并未让这
里的生命停滞。一切犹如四季如
春的南方，沿着千万年前就已形成
的既定轨道，有序向前。

我们经过一片马场，看到成群
的马，正俯身从厚厚的积雪里，寻
找着夏天遗忘掉的草茎。它们在
金子般耀眼的雪地上，投下安静从
容的身影。一匹枣红色的母马从
雪地里抬起头来，轻轻地蹭着身旁
孩子的脖颈，并发出温柔的嘶鸣。
它的毛发浓密茂盛，体型矫健俊
美，并因这份由内而外的母爱，在
晶莹下落的雪花中，散发出圣洁的
光泽。当我们走远，无意中回头，
看到它已消融在马群之中。犹如
一滴水，融入汪洋大海。雪原在那

一刻，洁净美好，犹如降临人间的
婴儿。

路过铁轨，看到一只野兔嗖的
一声从我们面前穿过，随即又消失
在苍茫的雪原上，只有凌乱的脚
印，昭显着曾有灵动的生命，途经
此处。阿妈说，有时候，在万籁俱
寂的夜晚，还会听到狼叫。但狼并
不像人类想象中的那样可怕，牧民
们习惯了它们的身影，和苍凉的嚎
叫。倒是圈里的羊，会下意识地打
一阵哆嗦，相互靠得更紧一些。偶
尔，也会有火红的狐狸，在杳无人
烟的雪地上经过，并大胆地停住，
朝着炊烟袅袅的小镇凝视片刻，大
约知道人间的温暖，与己无关，便
回转身，朝着雪原的深处奔去。

一路跟随我们行走的牧羊犬
郎塔，因为呼哧呼哧地喘气，脸上
已经结了薄薄的冰。在辽阔雪原
上行走的人，因为一只狗的陪伴，
心里便多了一份温暖。事实上，我
和阿妈每每遇到一点来自自然的
生命的印记，都会惊喜地互相提
醒。比如一个空了的鸟巢，一株尚
未涌动绿意的大树，厚厚冰层下汩
汩流动的河水，孤独饮水的奶牛，
驮着主人缓慢行走的骆驼，一两只
结伴而行的羊羔，还有冒出积雪的
草茎，枯萎但尚未飘落到大地上的
花朵，人家篱笆上缠绕的细细的藤
蔓。这是大雪冰封中，距离春天最
近的生命。一切都如冰层下的水，
看似沉寂无声，却散发着生命古老
又诗意的生机。

或许，在距离春天千里之遥的
呼伦贝尔雪原上，恰是这样勃勃生
命的存在，和自然中永不消泯的事
物，鼓舞激荡着人类，让人们在每
年大地冰封的春天中行走，却可以
葆有勇气，一直等到荡人心魄的夏
天抵达。

寻找春天
□孙永斌

1
风一来，树枝就轻轻摆动
不用太多力量和技巧
无需太多较量，只一下
就把夕阳的腕子掰倒
夕阳败了，红着脸落下山去
星星眨了几下眼
太阳就升起来
在向阳的山坡上，看不到草芽的孤独
它们面对风雨都面带笑意
奋争的时光里，将彰显一世的荣光

2
日出。旷野足够大
冬天，和冰雪
退让千里
来，或者去，守候的光阴
依旧从梦里走过

旧年，穿袍子的女人从蒙古包里走
出来

到原野里捡拾日子和青春
不知疲倦的抬头和弯腰中
手指抚摸过的草原都流韵滴翠
仰望，眼睛里布满了光芒和绿

此刻，我选择怀念
那些被错过了的人或事
像一场雪融化后留出大量的空白
如此空旷的原野，被春风填补
远方传来花开的音讯
昼夜交替，路上走着闻讯赶来的人
他们赶着一拨又一拨羊群
那些被吃掉的草又毫无怨言地长出来

3
不说春风有多快，或有多慢
它从容的脚步按下冬日的尘埃
从他乡来，到远方去
在此稍作停留，如写下的这些文字
歌唱或作别不停息的时光

无论多久，都让我们充满期待
犹如残冬的最后一场雪，让城市拥

有帽子
戴上，除了美观，还可以保暖
那些争先恐后的雪花，覆盖着旧痕
伺机而动的身体里藏有愤怒的波涛
在年久失修的河道里欲言又止

4
雨搭乘着风来去
被雨水滋润过的万物都懂
稀缺的资源都会被喜欢
如镰刀喜欢麦穗，寒冬喜欢皮袄
司空见惯的逝去，我们感恩于相遇
暗中涌动的水草肥美，渴望雨的

归期
每一次奔波，都不是为了离开，而是

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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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柿 苗青 摄

□张翼

一览群山，鸿雁翩然，再忆当年。有
东君点染，残冰渐去，洪波涌起，巨舰扬
帆。意在云端，襟怀四海，共话鲲鹏上九
天。惊回首，历千难万险，顺势安澜。

今朝又制鸿篇，喜七彩霓虹入眼帘。
过沉舟侧畔，雄风快意，长鲸出水，激荡龙
潭。剑指深蓝，潮流浩荡，破浪乘风梦必
圆。听花雨，看缤纷世界，华夏当先。

沁园春·答友人

□王发宾

一
家贫无奈自生勤，天赋聪伶带三分。
地上画禾成赈粥，浑然彭泽起神芸。

二
巷穷无雨易师情，画笔任涂丑鸭惊。
两载心头何处合，三千云路又登程。

三
酷炎无暇度余风，揽月窥看做梦童。
几位仙人正作画，数天小可入翰穹。
伏窗研肘成钢骨，举步腾云顿启蒙。
雅典拜师钱府下，独行一派水山中。

李可染画院感怀

塞
外

诗
境

□王忠范

《红楼梦》里荣国府元宵比除夕热闹，
大家吃元宵办酒席以外，还定戏班子请女
生说书和玩击鼓传花。我的乡间老家是
个百年老村，自古以来就像荣国府特别重
视正月十五元宵节，讲究欢聚同乐，图个
喜气、热闹、欢快。除夕都在家里守岁，元
宵人们走出来扎堆游乐，这也许就是年叫
过、元宵称闹的原因吧。

元宵之夜，皓月当空，遍地银辉，村子
里里外外都是那样的干净美丽。村委会
门前一阵鞭炮烟花炸响以后，条条街道上
的锣鼓声、唢呐声、欢闹声便陆陆续续地
此起彼伏，支支秧歌队扭着奔向村委会前
的广场。广场上所有的秧歌队都像比赛
那样，伴随鼓乐扭得起劲、舞得浪漫，无比
快乐。秧歌人有的手舞灯笼，有的肩挑灯
笼，灯花上下翻飞，闪闪烁烁，色彩缤纷，
辉煌夺目。围观的人都是一伙一伙的，或
是一家人，或是三五个好友，或是夫妻情
侣，他们忽欢呼忽鼓掌又忽然涌来挤去。
人在光中，舞在灯间，欢乐元宵，真的闹翻
天了。

这时候，“元宵红灯亮，喜迎新春来”
的乡村灯展开始了，家家户户都把自己制
作的灯笼悬挂在广场四周，展示当今农家
风采和那种乡土文化。那些灯千姿百态，
五颜六色，光怪陆离，惟妙惟肖，如灯的河

在空中流来淌去。有龙灯、鱼灯、神仙灯、
元宝灯、百花灯、狮子灯、走马灯，还有祈
盼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白菜灯、萝卜灯、
兔子灯、果子灯、西瓜灯，因为今年是猪
年，自然少不了肥猪灯。这肥猪灯制作得
精妙、细腻，彩绘形象生动，又多种多样，
好看好玩。有表现大耳朵大鼻子大下巴，
圆圆鼓鼓，胖嘟嘟的肥实实的；有的厚厚
嘴唇时而翻动，脑袋上的帽翅直颤悠；有
的是袒胸露腹肩扛耙子的猪八戒形象，栩
栩如生……我和堂弟这走那看，观赏那些
怪怪的肥猪灯。一盏肥猪灯下面挂着广
告词：“猪年肥猪壮，猪场早开张，快来购
生猪，优惠赠猪粮。”这是家庭猪场的灯笼
广告。还有一盏肥猪灯有两条灯谜：哥哥
昨夜入了伍（打一名字）、古老的鲜花（打
一名字），猜对了奖励苹果。村里人一瞧
就明白了，谜底是养猪大户叶兵和他媳妇
陈丽的名字。叶兵和陈丽抬来一筐苹果，
大家吃得开心，笑个不停。

夜深了，广场上依然星火不断，明灯
飞窜，好多人还在尽情歌舞。父老乡亲们
欢乐着迎接又一个春天，期盼着大丰收的
年景，他们的梦总像十五的月亮那样圆。

最逗肥猪灯


